
局
局
局

市

市

弓
財

郎

河 地税

邦財亦預 〔2009〕 658号

美子印友 《邦州市地方税牧代拍代牧代征税款

手銭費管理方法》的通知

各芸 (市 )区財政局、地税局:

力逃一歩規疱和か張我市代わ代数、代 1交代敷和委托代征(以

下筒称 “三代")税款手数費的管理,根据 《財IEA部 、国家税芥恙

局、中国人民銀行美子逃一歩カロ張代和代牧代征税款手数費管理

的邁知》(財行 〔2005〕 365号 )利 《河南省地方税牧代わ代牧代

征税款手数費管理亦法》(豫財亦萩 〔2009〕 161号 )及有美法律、

行政法規規定,結合我市共昧,制定了 《邦州市地方税牧代オロ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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輝lll市 地方税敗代擦代攻代征税款

手数費管理亦法

1 第一条 力邊二歩規疱和か翠我市代わ代敷 ‐ヽ食1交代数和委

托代在 (以下筒称 “二代1)税款手象費的管理,‐ 根情‐

“

財IEA部 、

国家税券恙局、中国人民銀行美子逃一歩力1張代わ代1矢代征税款

手数費管理的逍如》(財行 〔7,05〕 365号 )和 《河南省地方税牧

代枷代牧代征税款手数費管理亦法》(豫財亦預 〔2009〕 161号 )

及有美法律、行政法規的規た,第合我市共昧,tll定本亦法。

. 第二条 「三代:苑国民指然下内容:      |

(一 )代わ代数是指税牧法律、行IEA法規已埜明碗規定久有

わ敷え券的単位和企人在支付款項計:代税券机美八支付分久有

幼税文券的単位和企人的牧入中わ留井向税各机未解数的行力。

(二 )代 1交代数足指税牧法律、行IEA法規已姪明碗規定久有

わ数叉券的単位
～
今人在牧取款項叶,代税券机美向久有効猟又

券的単位和今人牧取井向税券机美敷幼的行力。

(三 )委托代征足指税券机美根据 《中学人民共
～
国税牧征

管法》美子カロ張税ll■控管、方便納税、降低税1文成本的規定,按

照及方自尽、筒便征牧ヽ強化管理利依法委托的原ス1,,委托有美

単位和人員接照代征称洪規定的代征疱日、枚限及税法規定的征

1文林准代税券机美征牧税款的行力。

第二条 “三代"税款手数費支付しヒ例接以下規定机行:

(― )法律、行政法規規定的代オロ代教、代1文代敷税款,税

姿‐机:美接代オロ、代1女、寂1款 的2%支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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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委托金融机杓或由ド攻部11代征今人、全体及実行核定

征牧税款的小型企立的税牧,税券机栄接代征税款的 1%支付。

(三 )税券机美委托単位或今人代征水貿市場、そ斗市物的

税牧ぅ税券机美接代征税款的 5%支付。

(四 )税券机美委托単位或企人代征共他寒星分散、昇地敷

熱的税1丈 ;税券机米接代征税款的 5%支付。      |

|(五 )保隆机杓代牧代敷キ船税,接保隆机杓代吹代数キ船

税的 5%支付。                    ・

(六 )委托単位或今人代征交通、房地声等特床行立税牧,

接代征税款的 5%支付.

第四条 地税机夫鹿か張 “三代"的管理,芦格接照 《中学

人民共利国税1矢征牧管理法》及其実施如ス1有夫規定利精如化管

理的要求升晨 “三代"工作。除男有規定タト,未埜財政部、国家

税券恙局llL准 ,税券机美不得自行状大 “三代"疱曰和掟高 “三

代"税款手数費支付LLtll.

(一 )地税机美鹿対久有代オロ代敷、代1交代敷文外的わ数又

券人亦理枷敷税款登泥,核友和敷税款登遇江件。

対法律、行政法規没有規定久有代わ代数、代 1交代敷税款又

 ヽ 券的単位和今人,税券机美不得要求履行代オロ代敷、代牧代敷税

'́ 款文券。

(二 )地税机美委托代征,泣対代征単位或企人蛯行資格常

定。始須具各以下条件,方可委托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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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財券制度健仝、便千税吹控管和方便納税、能影独立承担

民事責任,有熟悉税 Ll■政策的寺11亦税人員,井具有承担税牧代

征条件的単位。

2.責任′む張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、熟悉税Lll政策,能杉独立

承担民事責任,没有不良泥永的企人。

(三 )地税机美委托単位和企人代征税款鹿答打 “委托代征

lll決や":明碗双方的枚オ1和文券,取責均責任,井 向受托単位友

放
“
委托代征江ギ"。

(四 )因税牧政策友生交化等原因,需要修資 《委托代年税

款llI洪ギ》的有美内容的,地税部11皮 向受托単位友出 “交更委

托代征税款lth洪逍知ギ",及叶修資 《委托代征税款llT袂ギ》。

(五 )因受托方逍反委托代征税款lll袂或税1史政策友生交化

等原因,需要冬上委托代征税款llt洪 的,地税部11鹿会同同象財

IEA部 11向 受耗単位友出“終止委托代征税款llT袂逍舛ギ",及叶結

清代征税款、数梢票iIE井亦理冬止委托代征税款手数。

(六 )地税机美鹿監督代征単位和今人接照法律、法規和税

券机美的規定代征税款、解数票款。

第五条 手須費的預算管理接照以下亦法仇行:

(一 )“ 三代"税款手数費実行分象負担亦法,今人所得税利

省象其他税科牧入 “三代"手数費全部由省鉄財IEA負 担;市鉄的

其他税紳1文入(合中央分咸牧入 )“ 三代"手数費山市象財政負担;

市区除上衛区外的其他各区(含高新区、変升区、邦末新区、)的 其



他税紳牧入 (合中央分成牧入 )“二代"手数費由各区財政久担井

集中上敷Fll市財政局;山 市財政局接季度杵市、区西象財政負担的

“三代"手数費状付分省地税宣属分局和市地税局,市地税局女

責有各区地税局坑一結算;各姜 (市 )的其他税稗牧入 (合中央分

成牧入 )“三代"手紋費由各芸 (市 )財政負担,具体劣算亦法由

各去 (市 )制定。

(二 )各象地税部日鹿lit循科‐学合理的原ス1編十1“三代"手

数ヽ費年度預算,以上一年度 “三代"手数費核定萩算か上本年牧

入増Kじヒ例力依据縮制 “三代"手数費萩算。市象財政負担的“三

代"手数費,渉及省地税立属分局部分白其宣接続制預算ラ扱邦

州市財政局各案。渉及市地税局部分,由 市地税局女責端制井分

解Fll基晨地税局,納入市地税局年度預算;芸 (市 、区)財 IEA部

日負担的 “三代"手数費預算,送同象財政部11常核后幼入同象

財政年度萩算井扱市地税局,由市地税局,E恙 編制全市地税系筑

“三代"手数費預算送邦州1市財政局各案。邦州市財IEX局 根据各

区 “三代"手数費萩算年初逃行督促上解和年冬逃行錆算。

(三 )市財IEA部 11根据年度 γ三代"手紋費預算和各区上解

的泣負担 “三代"手数費,接季度抜付至1省地税立属分局和市地

税局,市地税局在1文 Fll“ 三代"手須費抜款后,久 責在 10企工作

日内抜付分各区地税局。

(四 )毎年年度錆束一今月内各貌財政部日可白行或委托常

汁部日、社会中介机杓対 “三代"手数費支出情尻逍行栓査,財



攻部11根器栓‐査筆果据共清算,不足部分,在下年萩算中弥ネト;

結余部分,錯特下年使用,相鹿核戒下年手数費預算。

(五 )力戒経姜 (市 、区)財 IEA久 担,鼓励各象財IFA部 |¬ 管

好用好lL項資金,及 2009年起芸 (市、区)提取上解省象的地税

増量姪費比例,以 2008年力基数由 3%調整力 2.5%。

第六条 手数費核算管理:

(一 )各級地税机美泣当単独浚畳会汁科曰ぅ及叶、全面、

完整核算 “三代″税款手数費牧支情況。

(二 )各象地税机美鹿在毎年部 1可 決算錆束后一介月内,格

上年 “三代"税款手数費牧支情況涯恙扱送同象財政部11。

.第七条 手数費支付管理:

(一 )地税机美鹿接照規定的比例支付 “三代"税款手数費。

(二 )地税机美対単位和企人未接照法律、行政法規或者委

托代征lll洪規定履行代オロ、代牧、代征又券的,不得支付 “三代

税款手袋費。

(三 )“三代"単位和今人代れ、代牧、代征税款后,必須接

規定叶同和要求,根据 《代征代わ税款結扱単》、《代征代わ税款

手数費申飯単》利 《税1丈 li■用数款ギ》,扱主管地税机美常核后,

至1主管地税机美財外部1可 亦理手数費頷抜手紋。

(四 )地税机美在向 “三代"単位和/1・人支付手数費叶金額

赳ミ 1000元 的原ス1上庄週迪銀行特性支付。

(五、)各鉄地税机美要接照実陣友生額及崎
‐
向 “三代"単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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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卜 I Jl卜 1´ル∴1月 1人 的原因,未領或少領 “三代"手数費的単

位和企人,■ 1)(要 求税券机美接照規定及計支付手須費。

因 てI_代 "単位和企人自己的原因,三年不
『

1地税机美頷取

“三代"税款手紋費的,地税机美杵停止支付手数費。

(―L)税1弁机美え同委托代征税款,不得支付手紋費。

(八 )“ 三代"単位所取得的手数費牧入庄咳単独核算,汁入

本単位牧入,用 千 “三代"管理支出。

第八条 手数費的監管 :

(一 )各象財政、地税部日泣か張対 “三代"税款手紋費監

督栓査,芦禁杵 “三代"税款手数費作力税券机美的行政笙費或

者椰作セ用,也不得用行JEA埜 費塾付 “三代"税款手数費。

有美部日鹿及叶査丈 “三代"税款手紋費中友生的各紳逹究

行力,井接規定追充有美人員的責任。

(二 )上象地税机美要か張対下属単位代オロ、代牧和代征税

款手数費管理的監督栓査。対逹規使用的手数費,鹿責今限期予

以1交 口;対逹規提退的手数費,泣責成以原預算科曰ネト敷入庫 ,

情市芦重的依照法律法規追究有美単位利人員的責任。

(三 )除法律、行政法規男有規定外,各象地税机美均不得

よ税款中宣接提取手数費或亦理退岸 .

第九条 本亦法自2009年 1月 1日 起机行:原有規定与本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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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不一致的,接本が法執行 c

主題洞:財政 地方税牧 税款 手鎮費 通知

邦ノ11市財IEA局 亦/AR室 2009年 12月 28日 印友


